
序号 项目 学校 队伍编号 队伍名称 排名
1 山东理工大学 202103010111630 齐奇十五队 冠军
2 西南石油大学 202103010111467 新一团 亚军
3 金陵科技学院 202103010111870 小智队 季军
4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103010211635 XRobot210 冠军
5 常熟理工学院 202103010210764 种植好帮手 亚军
6 西安工程大学 202103040111203 XPU卡通2队 冠军
7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2103040111707 First Blood 亚军
8 陆军工程大学 202103050111823 烽火 冠军
9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3050110313 我们联合队 亚军
10 南通大学 202103050110774 通大搬运一队 季军
11 西安航空学院 202103050210343 缔造者十二队 冠军
12 井冈山大学 202103050210676 雅望队 亚军
13 三峡大学 202103050211785 AR队 季军
14 无锡太湖学院 202103060110975 采桑子 冠军
15 华北电力大学 202103060111477 华电3队 亚军
16 榆林学院 202103060111444 西北极速1队 季军
17 三江学院 202104060210549 孙行者 冠军
18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2104060210556 麒麟队 亚军
20 山东大学 202103060210567 超越者队 冠军
21 无锡太湖学院 202103060210990 追风 亚军
22 西安航空学院 202103060210245 缔造者三队 季军
23 个人参赛 202101060210833 Hi！Blitz 冠军
24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 202102060210204 维克多瑞 亚军
25 个人参赛 202101060211793 机器人冲冲冲 季军
26 兰州交通大学 202104060310036 铁三队 冠军
27 甘肃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202104060310555 占鳌 亚军
28 山东大学 202103060310565 花季男女队 冠军
29 西安航空学院 202103060310233 缔造者一队 亚军
30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3060310238 赛博坦星地球交流队 季军
31 个人参赛 202101060310148 三个闲鱼 冠军
32 重庆科技学院 202102060310904 雷鬼队 亚军
33 安徽理工大学 202102060310938 小石头 季军

2021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公开赛各单项冠、亚、季军名单

工程创新项目工程创新设计赛

工程创新项目物联创新设计赛

双足竞步项目单电机竞步赛

双足竞步项目窄足赛
（本科组）

双足竞步项目窄足赛
（职业院校组）

卡通动漫项目卡通设计赛

搬运工程项目光电车型赛

搬运工程项目摄像头车型赛

双足竞步项目窄足赛
（研究生、社会力量组）

双足竞步项目交叉足赛
（职业院校组）

双足竞步项目交叉足赛
（本科组）

双足竞步项目交叉足赛
（研究生、社会力量组）



34
双足竞步项目体操赛

（职业院校组）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02104060410181 NLHL 冠军

35 江苏科技大学（张家港） 202103060410885 JUST 体操队 冠军
36 西安工程大学 202103060411210 XPU体操队 亚军
37 武警工程大学 202103060411502 三剑客 季军
38 上海电力大学 202103070111684 奥特蜂队 冠军
39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天河学院 202103070110026 机械战神 亚军
40 西北师范大学 202103070110591 Jurassic 3 季军
41 仿人竞速项目障碍赛 西北师范大学 202103070210593 Jurassic 5 冠军
42 上海电力大学 202103070211685 心想事成队 亚军
43 西北师范大学 202103080110589 Jurassic 7 冠军
44 洛阳理工学院 202103080110083 玄黄队 亚军
45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202103080111286 攀登者 季军
46 南阳理工学院 202103080210225 引导者 冠军
47 重庆邮电大学 202103080210491 重邮四足3队 亚军
48 菏泽学院 202103080211069 WOW队 季军
49 井冈山大学 202103090110675 挑战者队 冠军
50 洛阳理工学院 202103090111749 梦之昶 亚军
51 洛阳师范学院 202103100111910 洛师一队 冠军
52 郑州科技学院 202103100111372 追梦战队 亚军
53 郑州科技学院 202101100211050 起颠号 冠军
54 洛阳理工学院 202103100211765 梦之鑫 亚军
55 南京晓庄学院 202103110111448 YST 冠军
56 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202104110111141 巨人机器人战队 亚军
57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02104110110184 Tree new bee 季军
58 江苏理工学院 202103120110094 江理工无人机1号队 冠军
59 中国矿业大学 202103120110423 智航未来 亚军
60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3120111661 听凭风引 季军
61 菏泽学院 202103130111108 破釜沉舟队 冠军
62 河南理工大学 202103130111118 清风队 亚军
63 空军工程大学 202103130111261 水动力 季军
64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2103130210261 The_Limits_of_Vision 冠军
65 江苏理工学院 202103130210426 江理工水中机器人1队 亚军
66 空军工程大学 202103130210790 空天三队 季军
67 江西理工大学 202103140110062 惊鸿 冠军
68 空军工程大学 202103140111343 蓝色空天 亚军

双足竞步项目体操赛
（本科组）

空中机器人项目小型四旋翼赛

仿人竞速项目标准赛

仿生爬坡项目双足仿人赛

仿生爬坡项目四足仿生赛

医学工程项目技术挑战赛

工程越野项目对抗赛

工程越野项目竞技赛

仿人搏击项目遥控赛

水中机器人项目水中运送赛

水中机器人项目绕标竞速赛

机器人舞蹈项目双足仿人赛



69 河南理工大学 202103140111056 天韵队 季军
70 长江师范学院 202103140211665 忠诚2+1 冠军
71 个人参赛 202101140210457 夏天的城市郝热 亚军
72 个人参赛 202101140210458 阿尔法队 季军
73 重庆邮电大学 202103150110146 PAI 冠军
74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202103150111869 沈航2队 亚军
75 西安航空学院 202103150110258 缔造者十三队 季军
76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3150210292 写的都队 冠军
77 武汉理工大学 202103150211830 上善若水队 亚军
78 天津工业大学 202103150111816 热带风味冰红茶 季军
79 北华大学 202103170210598 向前冲 冠军
80 南通理工学院 202103170210736 紫琅一队 亚军
81 华北电力大学 202103170211471 华电3队 季军
82 郑州科技学院 202103180110830 众从小分队 冠军
83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3180110314 啥都抓不队 亚军
84 菏泽学院 202103190111079 奇迹再现队 冠军
85 济南大学 202103190110167 弘毅 亚军
86 北部湾大学 202103190111358 疯狂庄园 季军
87 长江师范学院 202103190211662 旭日东升 冠军
88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2102190211784 一起向前 亚军
89 武汉东湖学院 202103190211598 你管我对不队 季军
90 南京理工大学 202103200210303 小队 冠军
91 江汉大学 202102200211692 图强 亚军
92 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202103200210713 军交野战保障队 季军
93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103210111463 Cyberpubby 冠军
94 大连民族大学 202103210110408 风犬少年的天空 亚军
95 泰州学院 202103210111462 德尔塔狗 季军
96 东营职业学院 202104210210853 东职智造-筑梦队 冠军
97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202104210210442 工程王牌队 亚军
98 新乡市职业教育中心 202104210210439 视觉机器人1组 季军
99 梧州学院 202103210210739 Warrior Team 冠军
100 空军工程大学 202103210211331 奔驰之星 亚军
101 山东华宇工学院 202103210210768 梦想之航 季军
102 广西科技大学 202102210210325 大威天龙队 冠军
103 西交利物浦大学 202102210211389 Wings of Light 亚军
104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202102210210800 人工智能四队 季军

视觉机器人项目视觉机器人识
别赛

（职业院校组）
视觉机器人项目视觉机器人识

别赛
（本科组）

视觉机器人项目视觉机器人识
别赛

（研究生、社会力量组）

视觉机器人项目视觉机械狗识
别赛

机器人舞蹈项目双足仿人赛

机器人移动项目六足竞走赛

机器人移动项目双轮竞速赛

桌面机械臂项目视觉分拣赛

机器人舞蹈项目多足仿生赛

机器人书法项目硬笔书法赛

机器人书法项目软笔书法赛

机器人赛车项目竞技赛

机器人物流项目快递分拣赛



105 梧州学院 202103220111348 孙悟空 冠军
106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202104220111288 分拣大师 亚军
107 韶关学院 202103220110934 风车队 季军

智能机器人物品识别项目智能
人物品识别赛


